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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津诺迪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第一类4b 现状评价 2017.9 景丽君 李红梅 刘振起 安桂红 王俊岭 刘红岩

2
天津市力拓钢制品有限公司锅炉煤改燃项目安全风
险评估

第二类14b 技术服务 2017.9 安桂红 李红梅 刘振起 景丽君 王俊岭 张春节

3 天津万源金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第二类18a 现状评价 2017.9 乔永良 王晓华 赵卿  李茂刚  丁永民  张春节

4
天津安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年复配分装20万
吨车用机油项目外部安全防护距离风险评估

第一类4b 技术服务 2017.10 李茂刚 胡志刚 赵卿 丁永民 朱波 袁军 牛胜利

5
壳牌华北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武清区津围公路
武宁加油站安全现状评价

第一类4b 现状评价 2017.9 安桂红 刘振起 王晓华 景丽君 李红梅 刘红岩

6 天津市必拓制钢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第二类14b 现状评价 2017.10 刘振起 李红梅 王晓华 安桂红 景丽君 张春节

7 天津市庞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第二类14b 现状评价 2017.10 王俊岭 李红梅 赵卿 刘振起 安桂红 景丽君

8 天津东星石材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4c 现状评价 2017.10 王俊岭 安桂红 王晓华 刘振起 景丽君 张春节

9 天津市鑫士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4b 现状评价 2017.11 李能 李茂刚 王晓华 张玉华 丁永民 刘红岩

10
天津伊利乳品有限责任公司液氨储罐重大危险源评
估

第一类4b 技术服务 2017.11 —— —— ——

11 天津市宏联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4b 现状评价 2017.11 李能 刘淑莲 王晓华 赵卿 丁永民 乔永良

12
天津市静海县晟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报告

第二类14b 现状评价 2017.11 李能 刘淑莲 王晓华 赵卿 丁永民 乔永良

13
天津山口汽车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连续炉生产线项
目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4a 现状评价 2017.11 景丽君 李红梅 刘振起 安桂红 王晓华 赵卿

14 天津市润财盛喷涂厂安全现状评价 第二类14b 现状评价 2017.11 安桂红 李红梅 刘振起 景丽君 李茂刚 赵卿

15
天津武藏涂料有限公司VOCs废气处理设备安全评估

报告
第一类4b 技术服务 2017.11 安桂红 景丽君 刘振起 李茂刚 赵卿 丁永民

16 天津市成胜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4b 现状评价 2017.12 李能 李茂刚 赵卿 王晓华 丁永民 刘红岩

17 天津瑞博展具器材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4b 现状评价 2017.12 李能 李茂刚 赵卿 王晓华 丁永民 刘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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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天津市静海县宝来利镀锌钢管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
价报告

第二类14b 现状评价 2017.10 刘振起 李红梅 王晓华 安桂红 景丽君

19
爱信（天津）车身零部件有限公司涂装VOC治理项

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第二类18a 验收评价 2017.12 景丽君 刘振起 李红梅 安桂红 丁永民

20 天津市天翔微电机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8b 现状评价 2017.12 李能 杨再飞 赵卿 张玉华 王晓华 丁永民 刘红岩

21
天津思达卓尔科技有限公司燃煤锅炉改燃气锅炉项
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第二类19a 验收评价 2017.11 安桂红 李红梅 景丽君 刘振起 李茂刚

22
SEW-工业减速机（天津）有限公司切削液、清洗液
清洁、回用项目安全预评价

第二类18a 预评价 2017.8 景丽君 李红梅 刘振起 安桂红 赵卿

23 天津金轮云豹自行车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第二类18a 现状评价 2017.8 李能 胡志刚 赵卿   李茂刚  丁永民   牛胜利

24
SEW-工业减速机（天津）有限公司有机废气燃烧系

统项目安全预评价
第二类18a 预评价 2017.8 景丽君 李红梅 刘振起 安桂红 赵卿

25 天津市金汇聚自行车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第二类18a 现状评价 2017.9 李能 杨再飞 赵卿 丁永民 王晓华 刘红岩 牛胜利

26 天津市永昌焊丝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4b 现状评价 2017.8 景丽君 刘振起 李红梅 安桂红 赵卿 潘宏伟

27 天津市富海通管业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8a 现状评价 2017.12 刘红岩 杨青青 赵卿 李茂刚 于一丁 乔永良

28 天津市力拓制钢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4b 现状评价 2017.9 刘振起 李红梅 安桂红 景丽君 张春节 赵卿

29
天津市河北区自行车二厂区域风险评估技术服务项
目

第二类18a 技术服务 2017.8 —— —— ——

30 天道石材（天津）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4c 现状评价 2017.9 王俊岭 安桂红 刘振起 景丽君 李茂刚 赵卿

31
艾喜路（天津）润滑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
告

第一类4b 现状评价 2017.11 杨青青 赵卿 李茂刚 王晓华 牛胜利 贾君莹 刘红岩

32 天津市瑞海翔防腐钢管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9a 现状评价 2017.10 杨青青 王晓华 丁永民 乔永良 李能

33
天津乐金渤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7.2万吨扩能项目安
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一类4b 现状评价 2017.10 安桂红 李红梅 王俊岭 景丽君 刘振起 李茂刚

34 天津德誉乐器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8a 现状评价 2017.10 朱波 王晓华 李茂刚  丁永民  乔永良  刘红岩

35 天津欧亚和盛石材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4c 现状评价 2017.10 王俊岭 安桂红 刘振起 景丽君 赵卿 刘红岩

36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扩建项目一期工程外部
安全防护距离风险评估报告

第一类4b 技术服务 2017.10 景丽君 李红梅 刘振起 安桂红 赵卿 李茂刚

37 天津市恒德益钢管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第一类4a 现状评价 2017.10 刘振起 李红梅 赵卿 安桂红 景丽君 朱波



38 天津市瑞明达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第二类18a 现状评价 2017.11 李能 刘淑莲 王晓华 赵卿 丁永民 乔永良

39 天津市隆利达工贸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4a 现状评价 2017.11 杨青青 王晓华 李茂刚 赵卿 丁永民 乔永良 李能

40 天津市晟中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第二类18a 现状评价 2017.11 李能 李茂刚 赵卿 王晓华 丁永民 刘红岩

41
天津市高鹏伟业齿轮制造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
告

第二类18a 现状评价 2017.11 李能 李茂刚 赵卿 王晓华 丁永民 刘红岩

42 天津万达新茂机械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第二类18a 现状评价 2017.11 李能 杨青青 李茂刚 赵卿 丁永民 乔永良

43 天津金润碳石墨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第二类14c 现状评价 2017.11 李能 杨青青 李茂刚 赵卿 丁永民 乔永良

44 天津尚滨铸造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4b 现状评价 2017.12 李能 李茂刚 赵卿 王晓华 丁永民 刘红岩

45 天津市宝坻区远大包装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第二类19a 现状评价 2017.12 李能 赵卿 王晓华 丁永民 牛胜利

46 天津市鸿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8a 现状评价 2017.12 李能 刘淑莲 赵卿 李茂刚 丁永民 牛胜利

47
天津市静海区蓝羽机械零部件加工厂安全现状评价
报告

第二类14b 现状评价 2017.12 李能 宋颖 赵卿 李茂刚 丁永民 牛胜利

48 天津市久春工贸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二类18a 现状评价 2017.12 李能 宋颖 赵卿 李茂刚 丁永民 牛胜利

49 天津泰卓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第一类4a 现状评价 2017.10 安桂红 李红梅 景丽君 刘振起 丁永民


